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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二届二次职代会

胜利召开

公司二届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会议现场。

加快构建现代化铜企业新发展格局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扬帆奋进展宏图， 砥砺前行谱

新篇。

2

月

19

日，公司二届二次党代

会在公司职教中心报告厅召开 ，总

结

2020

年各项工作 ， 分析当前形

势，部署安排

2021

年重点工作。 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翟保金作党委

工作报告，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焱

主持会议。 公司领导丁建林、王勇、

张建强、余利明、陈峙淼、杨坤、张叙

鹏 、龙仲胜 、陈志友 ，党员代表

146

人参加会议。 公司非党代表的中层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设有

6

个

分会场。

上午

8

时

30

分， 王焱宣布：中

国共产党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正式开始。 会场全体起立， 高唱国

歌。

翟保金代表公司党委， 作题为

“全面从严治党， 改革创新提质，加

快构建现代化铜企业新发展格局 ”

的工作报告。

2020

年，公司在疫情防

控、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大战大考中，付出了巨大

努力，交出了合格答卷，实现了逆势增长，胜利完成了

中国有色集团下达的经营目标任务，为公司高质量赶

超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报告分析了公司当前面临的形势， 对

2021

年的

工作进行安排。

2021

年公司党委工作的指导思想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全国国企党建工

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开

展“党建创新拓展年”为契机，改革创新、提质增效，加

快构建现代化铜企业新发展格局，确保“十四五”开好

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报告指出

完成

2021

年的改革发展党建工作任务， 重点要做到

“六个强化”：强化政治能力，把牢发展方向；强化思想

指引，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组织保障，夯实党建根基；

强化队伍建设，激发兴企活力；强化纪律刚性，恪守清

正廉洁；强化和谐共建，凝聚奋进力量。

大会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公司党委工作

报告决议（草案）。

大会号召， 公司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职

工，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面落实中国有色集团党委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扬孺

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大地

上辛勤耕耘， 加快构建现代化铜企业新发展格局，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综合报道）

书记赶考！ 公司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2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度直

属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

核会。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对

直属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进行

点评并讲话，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焱

主持会议。 公司领导丁建林、王勇、张

建强、余利明、陈峙淼、杨坤、张叙鹏 、

龙仲胜、陈志友，党员代表 ，公司中层

管理人员

23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矿业分公司党委、晟祥铜业

公司党总支、广州公司党支部、上海投

贸公司党总支四家直属党组织书记进

行述职，其他

16

家单位党组织书记采

取书面述职。 同时组织对

2020

年度直

属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进

行线上测评。

翟保金对

4

家直属党组织抓党建

工作情况进行点评并讲话， 肯定了成

绩，提出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翟保金

指出，公司党委认真贯彻中国有色集团

公司党委工作部署，把党组织书记抓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工作抓严、抓细、

抓实，有力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向基层延伸，不断增强党建工作

质量实效。 开展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是公司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也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的一项重要举措。

翟保金结合此次抓党建述职评议

考核情况，就落实党代会精神，抓好党

建基础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加强学

习，提升能力保落实。要提升政治能力；

提升履行“一岗双责”的能力。 二是强

化引领，突出重点保落实。 要提升组织

力，引领、推动改革攻坚；融入中心，服

务、推动经营工作。 三是示范带头，真

抓实干保落实。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能

力转作风，带头苦干实干；各位党代表

要立足岗位作贡献，发挥榜样作用。 四

是标本兼治，立行立改保落实。 要对照

整改清单实行“销号制”管理；以问题为

导向，加大公司内部检查、巡察等发现

问题的整改力度；大力提升机关党建工

作质量，加强对基础党建工作落实情况

的检查考核。

王焱对公司各级党组织提出要求，

把贯彻落实公司二届二次党代会和此

次会议精神，与贯彻落实中国有色集团

工作会精神结合起来，与编制“十四五”

规划结合起来，与谋划本单位改革发展

党建工作结合起来，与自身岗位职责结

合起来。各级党组织书记要组织认真学

习领会， 按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明确

2021

年党建工作的具体清单， 结合本

单位实际，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各项工

作的落实落地落细。

（综合报道）

2

月

20

日上午，公司二届二次职

代会在职教中心报告厅召开。 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作会议讲话，公

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王焱作工作报

告，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建强

主持会议。 公司领导丁建林、王勇、余

利明、陈峙淼、杨坤、张叙鹏、龙仲胜、

陈志友，职工代表

186

人参加会议。 公

司非职工代表的中层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设有

1

个主会场，

6

个分会场。

上午

8

时

30

分，公司二届二次职

代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王焱代

表公司经营班子， 作题为 “立足新阶

段，坚持新理念，以‘六大行动’推动公

司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

2020

年，

公司全体干部职工众志成城、 拼搏奋

进，全力打赢抗疫、战洪、稳产“三大硬

仗”，全面抓实成本管控、结构调整、深

化改革、

40

万吨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处

置等重大任务，交出了一份不负重托、

不负期望的合格答卷， 胜利完成了中

国有色集团下达的经营目标任务。

报告对公司

2021

年工作进行了

安排。

2021

年公司总体工作思路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国有色集团“

1+4

”

发展战略，“六个强化”和“四个一批”

总体部署，坚持以公司“

1234

”发展思

路为统领，抢抓“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重大机遇，推进“对标再出发、改革再

深化”行动，聚焦主业、专注专业，坚守

安全、环保“两个底线”，走好改革创

新、项目支撑、国际业务“三条路径”，

紧盯产能、质量、效率、效益“四个提

升”，落实主业提质、辅业培优、改革攻

坚、管理强化、创新支撑、强根铸魂“六

大行动”，推进高质量发展，确保公司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同时，确立

了

2021

年公司经营目标。 为确保完成

全年经营目标，公司着力落实“六大行

动”：落实“主业提质”行动，夯实产业

基础；落实“辅业培优”行动，增强发展

后劲；落实“改革攻坚”行动，激发发展

活力；落实“管理强化”行动，实现管理

增效；落实“创新支撑”行动，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落实“强根铸魂”行动，强化

党建引领保障。

大会通过了 《关于公司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公司工资集体协商专项

集体合同的决议》《关于公司员工奖惩

办法的决议》。

会上，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

勇宣读表彰名单及《关于表彰

2020

年

度红旗集体、红旗班组、劳动模范的决

定》《关于表彰抗疫先进集体、 抗疫先

进个人的决定》。 全国劳模邵志村现场

宣讲。 会上播放了公司红旗集体、红旗

班组和劳动模范宣传片。 公司领导为

全国劳动模范邵志村， 全国模范职工

之家，

2020

年全国有色行业班组长竞

赛一等奖获奖选手， 公司红旗集体代

表、红旗班组代表、劳动模范，公司抗

疫先进集体代表、个人代表颁奖。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在

讲话中强调，一是统一思想，深刻领会

各项会议精神。各单位、各部室要重点

加强对集团公司两会工作报告，公司

“三会”精神的学习和宣贯，集聚广大

干部职工智慧，明确工作思路措施。二

是坚定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始终坚定

战略方向，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三是抓

早抓实，做好重点任务分解。层层细化

分解落实

2021

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四是突出重点，狠抓工作落实。抓好全

面深化改革工作，全力抓好整章建制

工作，抓好市场化对标工作，深入推进

主业提质、辅业培优。 五是转变作风，

保持昂扬斗志。 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

提振精神，转变作风，以把工作抱在怀

里推进、把困难抱在怀里解决的担当，

以壮士断腕、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毅力，

奋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大会号召，立足新时代、迈上新起

点、面临新形势、担负新任务，公司上

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集团公司的正确

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践行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六

大行动”推动公司“十四五”高点起步、

精彩开局，在二次创业、再次崛起，打

造现代化铜企业的征程中书写新的精

彩篇章， 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

献礼。 （综合报道）

万家团圆的春节期间，身处非

洲刚果（金）的海外员工仍然坚守在

岗位，忙碌在生产一线，履行着自己

的职责。

海外的春节，没有阖家团圆的

欢声笑语，有的是生产现场轰隆声

与员工忙碌的身影。 露天施工现场

的火热生产场面为春节增添了别

样的喜庆，忙碌的身影成为最动人

的景象。

为确保节日期间施工安全顺

利进行，

KM

采矿部对现场施工进

行了精心部署和安排，加强了对边

坡、排土场、设备状况等重点区域、

重点设备的安全确认检查，层层落

实安全责任，从采矿部领导到一线

岗位员工织密安全网，保证春节期

间安全生产。

春节正值刚果（金）雨季，露天

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不影响施

工进度，采矿部制定了详细的工作

计划，针对雨季生产的不连续性，制

定了两套方案，晴天生产，雨天设备

检修、维护保养，保持设备轮修，人

不休。截至目前，完成了各项计划产

量任务。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海外员工虽然挂念着家中的父母

妻儿，但他们却恪尽职守，将“小我”

融入“大我”，依然坚守岗位，以牛气

冲天的干劲，迎接新的挑战，为完成

工程施工任务奋力拼搏。

（文

/

姜军 图

/

方海涛）

海外员工坚守岗位过中国年

2

月

20

日下午

,

公司召开

2021

年工作会，公司领导翟保金、王焱、丁

建林、王勇、张建强、余利明、陈峙淼、

杨坤、龙仲胜、陈志友，公司总经理助

理郭清斌，公司中层领导人员参加会

议。 会议由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丁建林主持。会议设有

1

个主会场，

6

个分会场。

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勇

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20

年度创建

“四好” 领导班子活动先进集体的

决定》， 公司领导为受表彰先进集

体颁奖。 公司党委常委、总会计师

陈峙淼对

2021

年绩效考核方案进

行了说明。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翟保金与

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王焱签订

2021

年经理层经营业绩责任书。

王焱与矿业分公司、冶炼厂、金格公

司、晟祥公司、商务部等五家单位签

订

2021

年度经营绩效考核责任书。

翟保金与矿业分公司党委、冶炼厂党

委、金格公司党委、物流公司党委、

40

万吨临时党支部签订党建工作责任

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矿业分公司 、冶炼厂 、金格公

司 、晟祥公司 、工程技术公司等五

家单位就完成

2021

年工作任务作

表态发言。

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丁建林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要坚持思想引领，进一步加

强会议精神的宣贯落实。要切实把思

想统一到公司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

来，把思想统一到建设现代化铜企业

的战略上来。二是要切实做好疫情防

控、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等工作的统

筹推进， 坚定不移全面完成

2021

年

各项任务。 三是要坚持从严治党，进

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强化党风

廉政责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

系，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不断强化监督执纪。

（综合报道）

公司召开 2021年工作会


